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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侵衛署 恐洩萬七病人私隱

港生杭實習感受江南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黑客入
侵衛生署，約 17,000 個病人檔案被黑
客「一覽無遺」甚至恐遭外洩。 衛生
署昨晚表示，其臨床訊息管理系統的
免疫接種記錄系統懷疑被黑客入侵，
初步調查顯示，黑客曾在 7 月 10 日至
11 日期間，破解系統的資訊保安設
施，將外來可疑檔案上載至伺服器
內，入侵系統。衛生署續稱，該電腦
伺服器已經即時暫停運作，並已通知
警方、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並正協助警方
調查。
衛生署發言人指，黑客有可能曾瀏
覽臨床訊息管理系統在運作期間所產
生約 17,000個臨時檔案，包括 4個臨床
服務單位的就診人士的個人及臨床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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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星動杭
州·未來之星」香
港大學生暑期內
地實習計劃的行
程不經不覺已過半，參與的港生除了每日奔走在實
習崗位學習交流外，也不忘趁着周末遊覽杭州，感
受江南文化。在千年古剎靈隱寺裡，港生虔誠上

■暑期實習
香港大學生
靈隱寺合
影。
浙江傳真

州的南潯古鎮，感受江南水鄉的慢生活。
■記者 俞晝、茅建興，通訊員 葉羽舒 杭州報道

劃。首次到訪靈隱寺令他體會到內地
及香港寺廟的差別，「香港的黃大仙
廟香火鼎盛，但規模沒有靈隱寺大，
歷史也沒那麼悠久。黃大仙廟是道教
廟宇，靈隱寺是佛教聖地。」他透
露，自己祈求家人身體健康、開心和
平安，並希望自己學業有成。

享受寧靜 禪意融和
理工大學四年級生郭康被靈隱寺的
寧靜所吸引。居住在黃大仙廟附近的
他表示，在家經常看到香客來來往
往，有些喧嘩，故靈隱寺邊上的圖書
館令他印象深刻。
他留意到館內以佛學圖書居多，
「大家都很安靜地翻閱，跟寺廟的禪
意融為一體，特別美。」
由於實習單位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
限公司在濱江區，儘管已經在杭州逗
留了半個多月，恒生管理學院四年級
生廖卓賢坦言，平日沒有機會到西湖
邊遊覽，故很感激大會特意為學生們

安排周末活動。
他曾與數名朋友在炎炎夏日登上雷
峰塔，「在上面可以看到西湖全景，
真的有一覽眾山小的感覺。」

慢活時光 寧謐質樸
此外，大會亦安排港生在周末到訪
湖州的南潯古鎮，小橋流水人家的古
鎮風貌吸引學生注目。廖卓賢拿着照
相機，為古鎮裡的老作坊和慈祥的老
人們拍攝了很多照片，期望回港後，
翻看這些照片，就能回想起當地的慢
時光，「在南潯古鎮，很多古老的東
西都被保留了下來，人們生活很悠
閒，有很多老伯伯在釣魚，這是你在
香港看不到的景象。」
雖然兩地景色各有差異，但鍾銳鈞
認為香港的大澳漁村，與江南水鄉類
似，因漁村的漁民多以舢舨出入，漁
村的淳樸風貌歷歷可見，使其享有
「東方威尼斯」的美譽。
他說：「大澳居民多數是客家人，
以捕魚為生，過着寧謐質樸的水鄉生
活，與這裡的居民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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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支付便利 Wi-Fi 普及省錢


內地近年科技發展迅

這是很特別的體驗，「我曾嘗試一整天

 速，在杭州生活了一段時 不帶現金出街，結果完全沒問題，吃飯

間，當地人以手機支付的
簡便及免費無線網絡等，
都令港生大開眼界。恒生管理學院四年
級生廖卓賢指，手機支付在杭州被廣泛
應用令他印象最為深刻，「不論是吃
飯、買票、打車、購物，在這裡一部手
機都能搞定，而在香港則需要使用電腦
操作或者去實體店。」
廖卓賢分享，現在每天上班都打「滴
滴順風車」，比打出租車省下一半費
用，而且還能跟司機聊天交朋友，認為

買東西都能用手機支付來解決。」
對於往返於英國與香港讀書的鍾銳鈞
來說，杭州的 Wi-Fi 網絡最令他欣賞。
他表示，不少港生在杭州都保留了香港
的電話號碼，若在這邊上網，費用特別
高，慶幸杭州到處都有免費無線網絡，
不僅不限時，而且網速快，為大家省下
不少錢，「在香港不少免費上網都有限
時，如星巴克，『蹭網』很不容易。」
■記者 俞晝、茅建興
通訊員 葉羽舒 杭州報道

幼園半日制學費上限 9960 元
■教育局昨日
公佈免費幼稚
園計劃細節，
限定半日制學
費 上 限 為
9,960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教育局昨日公佈 2017/18學年免費
幼稚園計劃細節，確認半日制將
「按人頭」資助 33,190 元，全日
制及長全日制資助額則分別為
43,150 元及 53,100 元。當局估計
扣減政府資助後，個別幼稚園仍
需就彌補租金等事宜收取學費，

消息人士表示，17,000 個臨時檔案
包括公務員診所和家庭醫學深造培訓
中心 、家庭健康服務 （產前健康檢
查），牙科服務及醫學遺傳服務等臨
床服務單位，署方正追查實際受影響
人數。翻查資料發現，本港共有 5 間公
務員診所為全港 16 萬公務員及家屬等
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料受影響人士
或高達10萬人。
發言人續稱，「我們十分重視今次事
件，並對此表示抱歉」，承諾會加強保
障個人資料及私隱的措施，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並指該伺服器現已停止運作，署方亦已通知各小學
上載功能暫停，並會在改善工作完成後恢復。
市 民 如 有 查 詢 ， 可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576
6278與署方聯絡。

港大醫科課程可縮1年

香，為家人祈福，並祝願實習順利；他們又走到湖

在英國讀書的鍾銳鈞，暑假回港
後報名參加未來之星實習計

料受影響者高達10萬

限定半日制學費上限為 9,960 元，
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則定為 25,890
元。針對幼師的建議薪酬範圍，
亦有按消費物價指數累積升幅，
提升至 2 萬元至 3.6 萬元。局方最
快於本月底舉辦簡介會向幼稚園
講解政策詳情。
局方最新通告強調，政府資助

原則上足以讓幼稚園提供優質半
日制服務，所有收取學費的申請
必須提出充分理據，如政府未能
全數支付租金開支，或過渡期津
貼不敷應用等，局方可再按個別
情況考慮。目前全港 760 間非牟
利幼稚園中，約有 22%租用私人
物業，需繳付市值租金。政府會
按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巿值租
金的 50%，或計劃下所有合資格
學生「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的
15%，兩者以金額較低者為準發
出租金資助，如幼稚園所獲資助
未足夠繳付租金，則轉嫁至學
費。
局方亦就幼稚園收取報名費與
註冊費有新修訂，報名費核准上
限為 40 元；註冊費半日制班級上
限為 970 元， 全日制班級為 1,570
元。學校過往欲收取超越上限費
用可作申請，新修訂下所有參加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均不可收取超越上述報名費
和註冊費。

幼師薪酬升至最多逾3.6萬元
幼師薪酬建議方面，局方於
《施政報告》按照2013/14年價格
水平，估算幼師薪酬為 1.8 萬元至
3.2 萬元，如今作出更新。持有幼
兒教育證書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建議薪酬為 20,770 至 36,930 元，
其餘教學人員薪幅較當時估算亦
有不少於 3,000 元增長，支援人員
建議薪酬則上調約1,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兩大醫學院搶尖
子競爭白熱化！繼中文大學醫學院決定最快今年9
月落實去年提出的「尖中尖」跳級制度後，曾站在
道德高地質疑「教育無捷徑」的香港大學醫學院，
最近亦為爭尖子取巧出招，將6年醫科課程整合成
「2+1+3」，讓全體醫科新生可於三年級自由選擇
到海外交流、進行科研實習或人道救援工作等，而
醫學教育科目則分拆於首2年及後3年修讀。
中大醫學院去年文憑試放榜前推出「尖中尖」
的跳級制度，容許成績優異的文憑試學生直升醫
科二年級課程，但被競爭對手港大醫學院質疑
「走捷徑」而遭煞停，有關「跳級」安排隨後經
醫委會審核及與教育局商討，學生畢業後可如常
獲執業資格，該校遂決定最快今年9月落實。

第三年彈性參與實習取代
今年港大則取巧地繞過「捷徑」爭議，在維持
6 年醫科修讀年期下調配教學時間表，將上課年
期整合為「2+3」，而在中間的第三年，醫科生
則可彈性參與海外交流、科研實習等，並稱是
「延續一向對全人醫學教育的安排」。

親友太關心「促診」
伊院助孕婦減壓

■洪穎恩指
診所可即時
處理病情輕
微的孕婦。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相信不少孕婦為
保胎兒安全，只要身體一有不適，即往醫院急症
室求診。伊利沙伯醫院一項跟進調查發現，只有
20%求診孕婦有流產需要，其餘均為作小產。有
婦產科醫生表示，過去曾有孕婦基於親友的關心
「壓力」，短時間內 4 度求診，相信該院成立的
早期懷孕評估診所可即時處理病情輕微的孕婦，
節省病床，更有效運用醫院床位及資源。
不少老一輩或認為孕婦應常常休息，減少日常
走動以保新生兒安全。
伊利沙伯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洪穎恩表示，
去年曾有一名多次嘗試、終成功懷孕的 38 歲高齡
孕婦因睡眠質素欠佳，且陰道出血，故在懷孕短
短 6 周至 11 周期間，前後共 4 次獲急症室轉介至
該院的早期懷孕評估診所。而經診斷後，該孕婦
的胎兒穩定，病情輕微，且均毋須住院。
不過洪穎恩在診治該孕婦期間，發現每次均陪
伴在旁的家婆分外緊張，言談間發覺對方怪責媳
婦不聽話，「她成日都行來行去，成日落街」，
估計該孕婦想透過醫生的講解，讓家婆放心。

每月收百新症 九成毋須住院
該院早於 10 多年前成立早期懷孕評估診所，為
妊娠期 15 周內的孕婦提供評估服務，過去一年平
均每月接收 100個孕婦新症。該院早前跟進約 900
名在去年1月至9月期間，曾到診所求診的孕婦，
發現當中只有 20%孕婦有流產需要，其餘均為作
小產。而整體求診孕婦中，90%均毋須住院。
洪穎恩直言，該診所可即時處理病情輕微的孕
婦，「孕婦過往到急症室求診，多數都要住院一
晚以接受翌日的超聲波檢查」，故相信診所服務
節省了病床予其他有適切需要的病人，更有效地
運用醫院床位及資源。

